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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文藝報》為本校文藝青年學會創立的刊物，將

為老師同學分享學會活動花絮、學生寫作小品及

閱讀分享。 

是次有學生原創的校園驚慄小說，原汁原味，萬

勿錯過﹗有興趣投稿的同學請把作品電郵至

cwj@ccass.edu.hk。希望下一期能看到更多同學

的創作。 

圖書館主任 

蔡慰君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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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神――一直是人類最大的疑團。中國傳承上下 5000 年內，包含

了許許多多奇怪的職業，同樣也有一些秘術，是當今科學無法解釋

的存在。 

 

對於鬼神，以前的人或許會相信，但是隨著科技的發展已經不再會

有人相信鬼神的存在。但是對於這樣的存在……你可以不信，但是

不可以不尊敬。 

 

以下……將為你揭開一個關於校園的鬼故事，敬請期待。 

 
「唔……五點半了，學校的圖書館也是時候要關門了。」我慢慢的升了一個懶

腰，看了一下擺在雙腿之上，那一部筆記本電腦右下角的時間，才突然察覺到

學校圖書館快要關門了。 

 

我拿起筆記本電腦，重新放回了圖書館擺放電腦的台桌上，然後走向櫃台旁

邊，拿起筆對著明天借用電腦的一欄中，緩緩的在午息和放學這兩個時間段上

寫下了我的名字――葉夜。 

 

我幾乎每天都是在這兩個時間段來圖書館，圖書館一般下午五點半關閉，然後

我就直接待到五點半才離開，每一次離開的時候，我會在今天寫下明天準備借

用的時間。 

 

當然！這麼做的原因是因為我擔心明天可能所有的電腦被人借走，這是第一個

理由。其次，我懶得每次上來就要寫一個名字，尤其是在我比較忙的時候，我

通常都會忘記寫名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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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的老師是一位非常年輕的女性，由於我經常來圖書館的原因，不知不覺

當中我與這位老師也算是比較熟悉的了，然而由於我經常記不住名字的原因，

我總是忘記圖書館老師是姓什麼的，甚至連她的全名都不知道。 

 

「葉夜啊！今天又呆在這個時間段才走嗎？還有圖書館是禁止學生預訂明天的

電腦哦！」圖書館老師笑眯眯的對著我說道，然後從旁邊的桌上拿起修正帶，

正要準備塗掉我的名字。 

 

「啊！老師給個通融吧！看在我也是熟客的份上！」我的表情頓時就著急起來

了，雖然看似很著急，但是我的語氣卻非常的從容淡定，因為我肯定圖書館老

師不會這樣做的。 

 

圖書館老師看見我那副樣子也不再開玩笑了，隨後放下修正帶對著我微笑的說

道:「那下一次有什麼好看的書記得介紹給老師喲！」 

 

「這算是宰熟客嗎？」我默默的吐槽了一句，然後再圖書館老師那「凶狠」的

目光之下走出了圖書館的大門。出去之後，我站在走廊上看了一下外面的天

色。 

 

現在已經開始昏暗起來了，外面的路燈也開始發出了一些不一樣的燈光照耀著

地面與周圍，我從四樓走廊看了一下樓下的操場，這個時間段，老師已經開始

清場了。 

 

意思就是不准學生留在學校裡面打球之類，除了某些特殊的活動或者有老師的

批准留在學校才可以，看著那些拿著排球或者籃球的同學離開操場，我也緩緩

的走下樓梯。 

 

現在雖然才三月快到四月的時間，但是白天的時間總是過得特別快，不是說好

夏天就是日長夜短，冬天就是夜長日短嗎？怎麼感覺現在這個炎熱夏天的白天

就跟冬天一樣短。 

 

我從圖書館門口右側的樓梯走下去，我不想走左邊的樓梯是因為左邊的樓梯離

這裡太遠了，就算從左邊的樓梯走下去離學校的門口比較近，我也懶得去走那

段路程。 

 

「嗒……嗒……」在這個非常寧靜的時段，我的皮鞋與樓梯的台階發出

了一聲清脆的嗒嗒聲，雖然這個聲音非常的小，但是在這個寧靜的樓層之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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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聽得非常的清楚。 

 

我慢慢的走到二樓，再從二樓的樓梯準備走到一樓的時候，我突然看見前面二

樓左側的樓梯旁邊，一名披著長髮的女生站在女廁所門口不知道在幹什

麼。 

 

「嘖，這傢伙也真是厲害了！學校規定女生留長髮的必須束起頭髮，真不知道

她怎麼躲過老師的檢查？算了，也不管我的事。」 

 

我自言自語了一番之後，就懶得再去看那個女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還是不

要走過去問比較好，而且我是近視眼，兩隻眼睛加起來有 1000 多度左右，幾乎

看不清那個女生的樣貌，鬼知道是不是我認識的？我才懶得去搭理。 

 

隨著我轉身離開樓梯，我並沒有看見身後那有點嚇人的一幕，那個站

在女廁所門口的女生，突然倒在地上，接著好像女廁所裡

面有人一樣，直接把那個女生拖了進去，更奇怪的是……整個過

程，那個女生沒有絲毫的掙扎，彷彿就像是死去或者睡死了一樣。 

 

第二天我坐著校車來到了學校，由於昨天晚上看了一夜的小說我幾乎是整個晚

上都沒有睡覺過，頂著濃重的黑眼圈和那快要合上的眼皮，我慢慢地走進學校

門口。 

 

一到學校就是普通的檢查校服啊，指甲呀，然後就直接上去班級裡面開始交功

課，交完功課就直接開始上第一堂課。 

 

今天是星期三上數學課來著的，我在一上課稍微給了數學老師一個面子，然後

做完了數學老師交代的功課之後，倒在桌子上直接睡著了。 

 

累死了，不知道為什麼做學生做習慣了，家裡就睡不著，偏偏趴在桌子上就是

一大享受，聽著老師的催眠曲，就算是有失眠症也治好了，這估計就是老師的

厲害之處吧！不知不覺當中我就進入了夢鄉。 

 

直到被一個尖叫的聲音吵醒，我一臉迷茫的望了一下教室，整個教室空無一

人，反而倒是外面很吵，我看了一下整個教室足足三秒鐘的間隔時間，然後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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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了一下桌子大叫起來。 

 

「什麼情況！莫非整個教室除了我之外的所有學生都被綁架了嗎？！難道是我

太帥了，連綁匪都不敢吵醒正在睡覺的我？」 

 

在我正在滿腦子幻想的時候，外面的嘈雜聲似乎更加響亮了，緊接著還有幾聲

警車響笛聲，察覺到事情有點不妙，我直接跑出班級看了一下周圍。 

 

結果在一年 a 班右側的女生廁所圍了很多的人，但是很奇怪的是……沒有一個

學生敢靠近女生廁所，包括男生女生在內，唯獨幾我比較熟悉的老師靠近女廁

所看了一下，但是不知道為什麼突然又退後了幾步。 

 

感覺到有點奇怪，我對著大家說讓一讓讓一讓，然後直接成功的擠進人群裡

面，往女廁所看去，我的瞳孔頓時就突然的收縮起來。 

 

在女廁所門口靠邊的那一排洗手盆上，一名女生直接把頭泡在了水盆裡面，原

本潔白的地板此時此刻已經被染成了血紅，那個女生的頭斜著泡在水盆裡面，

然後露出一隻眼睛大大的盯著門口外面的人。 

 

『屍體？！』我看到屍體的一瞬間不但沒有感到害怕，反而非常的冷靜，

對於從小喜歡看恐怖電影和喜歡看靈異小說的我來說，屍體這東西在電影上已

經見到不少了。 

 

就算是真實的屍體也有見過。我冷靜的對著旁邊的數學老師說道:「給我拿過來

一卷透明膠紙先把整個女廁所的門口給封上，然後將所有學生不要湊熱鬧，趕

緊回去。」 

 

「你誰啊你！這麼拽！一副老大的樣子！」似乎是我的話引起了公憤，有一名

中四的學生突然指著我不滿的叫道，不過看他那一副臉色蒼白依然想要嘔吐的

樣子，我冷笑了一聲，就直接看向數學老師。 

 

數學老師和周圍的老師也是比較熟悉我，對於我這個奇怪的學生他們也是比較

相信的，隨著數學老師的行動，其他老師也開始疏散人群。 

 

我留在原地沒有去管那個中四的學生，反而是站在門口處，饒有趣味的觀賞著

泡在水盆裡面的屍體，對於平常的學生，我這種怪胎倒也是比較特別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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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很快就到了，隨著警察的到來，數學老師剛剛拿過來的透明膠紙也反而沒

有用處了，警察檢查了一下案發現場，然後把那位女學生的屍體從廁所裡面拉

了出來看了一下。 

 

在警察檢查屍體的時候，我站在老師的旁邊靜靜地看著這一副屍體。屍體身上

的衣物沒有凌亂的痕跡，顯然不是遭受侵犯而死，身上沒有明顯的傷痕，同樣

也表明瞭兇手不是從屍體外面的皮膚讓屍體致死的。 

 

等到警察檢查完畢之後，我就從回到了班級裡面。開玩笑！要是在留在原地，

起碼會被拉去警察局盤問了一下再說，我才不願惹那個麻煩事呢。 

 

直到最後聽到了數學老師說，警察們定下的初步結論是服藥過多自殺而死，而

那些血是從口中噴出來的，聽到這個結果，我就頓時想要笑了。 

 

哪有那麼厲害的人，從口中噴出血，噴得那麼多直接染紅整個地板？這簡直就

是在逗我笑！過來一會兒後我也對那句屍體失去了興趣，不再去關心那屍體的

事了。 

 

校方與警方也把這件事給壓了下去，在我又再一次從五點鍾離開學校的時候，

我又在一次從二樓右側的樓梯看了一下女廁所的門前。 

 

在女廁門口面前――一名穿著我們學校校服的長髮女生站

在門口面前，她緩緩的轉過頭，我隱隱約約看見她的嘴動

了幾下，那彷彿是在說幾個字，有可能是自言自語。 

 

我看著那名女生並沒有說話，也沒有非常慌張的逃走，我覺得這女生絕對不是

今天早上剛開始的那一名，因為這個世界上是不可能有死人復活的事情。 

 

我摘下那厚厚的眼鏡用手揉了一下眼睛，帶上眼鏡之後又在看了一下女廁所的

門口，那名女生頓時消失不見，估計是某個人在跟我開玩笑吧？ 

 

我抱著這樣的懷疑又再一次離開校門，不同於昨天一樣，離開校門的時候，我

聽見了早上那名死者的父母在醫療室不停的哭泣，同樣的在我耳邊，一段類似

於電子合成的聲音在我耳邊不停的環繞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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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個……就……是……你……』 

 

我把這段聲音歸類於估計是我太累出現的幻聽，然後就直接回到家裡，但

是……我隱隱約約感覺，這個女生的死亡並不是很簡單的自殺，估計還有下一

次。 

 

似乎是我的預感成真了，在第二天的早上，在二年級 b 班在教室裡面發現的四

名學生的屍體，屍體裡面有兩具男性屍體有兩具女性屍體。 

 

而且更讓大家感覺到奇怪的是，教室內的課桌全部被堆放到中間，一條四邊形

的環形走道就出現在教室裡面，周圍的窗口被關上了，窗簾也拉的非常的緊

密，只要把燈一關，教室裡面就會形成了一個黑暗的空間。 

 

「搞什麼鬼啊！學校該不會沾上的那些鬼東西吧！」 

 

「真恐怖，我要轉學！」 

 

「你說他們會不會在這裡談戀愛，然後被某個單身學生嫉妒之下給殺死了？」 

 

「警方都說了！他們死亡的時間是在昨天晚上的午夜 12 點鐘左右！真不知道他

們是怎麼躲避老師的檢查？」 

 

「活該了喲！沒事大晚上還跑回來學校！我聽說學校是最鬧鬼的地方之一

的！」 

 

「有可能他們真的是被鬼給殺死的！你看警方都說了！他們身上沒有明顯的傷

痕，而且昨天那個中一女生警察也拿回警察局驗證過了，根本沒有吃過藥物自

殺，可以說這個女生是在不經意間死亡的。」 

 

「真的假的啊！這麼離奇的嗎！」 

 

我聽著周圍一群八卦的學生口中的信息，然後在腦中閃過了一個大膽的假設，

這四名學生身上既沒有傷口，有沒有服藥自殺，又是突然離奇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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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課室又出現了一條四邊形的環形走道，中間還堆放著課桌和椅子，窗戶被

關閉著，整個課室密不透風，窗簾都被拉上，造成的昏暗的環境！剛好又在 12

點！ 

 

我突然在腦中閃過一個遊戲的名字，那就是――「四角遊戲……」我突

然自己自言自語的說出了這個遊戲的名字，不知道為什麼，說出這個遊戲的名

字，我也感覺到自己身上稍微顫抖了一下。 

 

四角遊戲規則非常簡單，在夜半時分，在一個長方形的空白房間內，將所有燈

光滅掉，然後在房間的四個角，每個角站一個人，然後面朝牆角，絕對不要向

後看。 

 

遊戲開始時，A 角的人就向 B 角走去，輕輕拍一下 B 角那個人的肩膀，並留在

B 角那裡。接著，B 角被拍的人就按照同樣的方法向 C 角走去(大家走的方向是

一致的，都順時針或都逆時針) 

 

然後拍站在 C 角的第 3 個人的肩膀。以此類推，但是，如果當你走到一個沒有

人的角落，就要先咳嗽一聲，然後越過這個牆角繼續向前走，直到見到下一個

人。 

 

這個遊戲無論怎麼玩按順序下去，都有一個角落是沒人的，也就是說玩到這個

遊戲結束，你都會聽到咳嗽聲。 

 

但是！四角遊戲更加詭異的地方就是，過了一段時間，你就會發現，不會出現

有人咳嗽的時候，就說明每一個角都有人，但是卻有一個人始終在走。因為能

聽見腳步聲。 

 

那麼多出來的那個人是誰呢？ 

 

四角遊戲還有一種玩法，開始的時候跟上述玩法一樣，但不同的是拍肩膀的時

候要說自己的名字。 

 

然後被拍的人繼續往前走拍另外一個人的肩膀，依此類推。 

 

過了一段時間，在一個人往前走但還沒有到達牆角的時候，在牆角的那個人會

感覺到有人把手輕輕放在你的肩膀上，對你說了一個你不認識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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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遊戲玩到最後都有兩種下場，第一種就是出現第五個人！中間突然沒有咳

嗽聲！第二種就是一直擁有咳嗽聲，遊戲從午夜的 11 點到第二天的凌晨一點結

束，總共兩個小時的時間。 

 

當然，如果中途想要退出的話，必須四個人齊心協力同時說一句退出遊戲才可

以。這個遊戲也可以算是一個惡作劇的遊戲，那就是其中有一個人不停的亂

跑，然後故意不發出咳嗽聲，也就弄出來不存在的第五個人。 

 

但是！現在四個人都全死了！那就證明……在這個教室裡

面……曾經出現了不存在的第五個人！或許那是一個人

類，但有可能那是一個鬼。 

 

又是一個寧靜的放學時間，這一次我沒有留到五點半才走，而是在五點的時候

就匆匆地離開，不再去四處張望，只有低著頭向著學校門口走去。 

 

「這不是葉夜嘛！到現在還不回去嗎？」一道聲音從我的身後傳了過來。 

 

我回頭看了一下對著我打招呼的語文老師，同樣笑著回了一句，「老師下午好！

我通常都是這個點回去的！一放學就留在圖書館裡面看書，我先回去了。」 

 

我說完之後就直接轉身離開了，雖然說這樣直接離開感覺對於語文老師有點不

尊重，但是……從我準備離開學校那一刻開始，我就感覺到了下一個目標絕對

就是我！ 

 

「明天見了！記得明天要背默啊！」語文老師在我背後大聲的喊了一句，然後

就直接向教員一室的方向走了進去。 

 

回到家中後，整個夜晚我都感覺到自己非常的精神，不是不敢睡覺，而是實在

睡不著！坐在書台前，我努力的回想著這兩次凶殺案以及那一句警告我的話

語。 

 

下一個就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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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顯然下一個死的可能就是自己。然而這個時候我卻怎麼樣也想不清楚，難道

說只是因為我看了那女生幾眼，那個隱藏在背後中的「鬼」就開始要殺了我？ 

 

很明顯這句話絕對是警告！這個隱藏在背後中的「鬼」她對我發出了警告，如

果我在插手這件事情的話，很明顯下一個死的是我。 

 

等等！我的腦中突然閃過一個非常大膽的猜測！ 

 

「不對！兇手並不是鬼！」這個隱藏在背後的「鬼」既然他有能力殺人，那為

什麼不直接殺了我？而且還專門留下話語來警告我？ 

 

很明顯！他怕我多管閒事！為什麼會知道我喜歡多管閒事？又為什麼會知道我

平常喜歡這一些靈異事情？這個兇手……絕對是認識我！ 

 

可是現在唯一一個讓我想不通的事情就是――這兩件凶殺案兇手究竟是用什麼

方法讓他們死亡的？ 

 

沒有表面傷痕，身體裡面又沒有吃過藥的跡象…… 

 

懷著這個想法，很快過後我就感覺到非常疲憊，隨意的躺在床上直接睡著了，

到了學校門口，我那種隱隱約約感覺到不對勁的感覺又來了。 

 

然後聽見在有蓋操場那一邊傳來非常吵的聲音，我直接拍了一下卡之後，順著

聲音，就飛快的跑到了有蓋操場那一邊。 

 

入眼…… 

 

是放在有蓋操場面對著樓梯各位的兩口木棺材！ 

 

我飛快的跑了過去。 

 

「讓一讓！借過一下！」順著人群分開的縫隙，我直接就擠進去的人群裡面，

伸出手觸摸了一下棺材，才發現這兩口木棺材是用檀木做的，木的質量非常的

好表面也很光滑，很明顯！這兩口棺材是剛剛打造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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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人也太有膽子了吧！竟然趕上去摸棺材！」 

 

「噓，你小聲點！這可是那個二年級的學弟！非常詭異的很！聽說還會風水算

命！小心哪天他改你家風水，一輩子家破人亡就不好了。」 

 

不理會那兩個學長的交談，我轉身對著正在圍觀的老師和校工面色平淡的說道:

「麻煩老師和校工你們幫我稍微把這口棺材搬開一下。」 

 

「葉夜！要不還是等警察來了再說吧！」熟悉我的老師們開始勸了起來，畢竟

棺材這種不吉利的東西，他們是打死也不想去碰。 

 

看見這群老師和校工都沒有動靜，我對著蓋著棺材的那一蓋子用力的推了一

下，隨著砰的一聲！棺材板直接順著我的手力的方向掉在了地上。 

 

「這是！」我看了一下棺材內的情況，只見棺材裡面躺著一具屍體！那具屍體

樣子非常的眼熟，身上穿著一身非常熟悉的風衣，臉上帶著眼鏡顯得他非常的

有文化和優雅。 

 

這具屍體……大家都認識，同樣也包括我自己。 

 

隨著棺材被打開，周圍的圍觀群眾也趕緊圍了過來，看了一下棺材內的情況，

看到那具屍體之後，突然有學生大叫起來。 

 

「這不是語文老師嗎！我明明昨天還見到他的！」 

 

是的！躺在棺材裡面的那位老師，就是昨天在臨走前和葉夜打招呼的語文老

師。我默默的看了一下躺在棺材內的屍體，結果屍體上面的情況，讓我更加肯

定的昨晚的想法。 

 

因為在屍體的四肢後側都出現了成片狀櫻紅色的斑紋，那就是在醫學上被稱之

為屍斑的東西，這是一種人，死後的血液產生現象，同樣也是一個很好的判斷

結果。 

 

人死後平均 2-4 小時出現。屍斑的形成，是由於人死後血液循環停止，心血管

內的血液缺乏動力而沿著血管網墜積於屍體低下部位，屍體高位血管空虛、屍

體低下位血管充血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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屍體低下部位的毛細血管及小靜脈內充滿血液，透過皮膚呈現出來的暗紅色到

暗紫紅色斑痕，這些斑痕開始是雲霧狀、條塊狀，最後逐漸形成片狀，即為屍

斑。 

 

屍斑墜積期一般在死後 2～4 小時開始出現，但也有早在死後半小時或遲至 6～

8 小時出現的。極少數瀕死期遷延的病人，由於循環衰竭，在死亡前便可見到

少許屍斑。 

 

從昨天見到語文老師的那個時間到現在的早上，已經過了 14 個小時，憑著這個

醫學結論，我可以肯定，語文老師是中毒而死的。 

 

因為屍斑的顏色取決於血液和皮膚的顏色。我國人的屍斑通常是紫紅色，一氧

化碳中毒的屍體，因為血液中含有大量鮮紅色的一氧化碳血紅蛋白，故其通過

皮膚透出的屍斑呈櫻紅色。 

 

剛好一氧化碳在學校的化學實驗室裡面就可以拿到，這個人不但可以接觸到學

校的實驗室，而且還對我了如指掌，起碼是一個可以隨意進出實驗室，而且平

常又跟我有說有笑的人。 

 

現在讓我第一個懷疑的對象是科學老師。 

 

我隨後推開了第二口棺材的棺材蓋！棺材裡面並沒有屍體，而是有著一行字

――『這個棺材是專門留給你的，如果想要找到真相，那麼就今晚子時來學

校，點燈問鬼來尋找這個真相！』 

 

點燈問鬼？這個兇手是怎麼樣知道，這個以前的招靈方法？不過我可以肯定，

看來這個人是必須想要讓我死了。 

 

很快警察來了，在警察搬走棺材的時候，我默默的看了一下棺材原本擺放的位

置，直接在那個位置上，有一圈白色印記圍繞著棺材原本擺放的位置，隨著這

個印記的出現，我不禁有點想要稱贊這個兇手了。 

 

那個白色印記是棺材放在同一個地方，放得很久才會出現的印記，很顯然兇手

想要造成這個棺材，擺在這個地方很久了，讓所有人誤以為這是鬼的做法。 

 

我剛想準備走上樓梯，突然看見了，有蓋操場準備走出操場的那根柱子邊下，

一個閃閃發亮的東西就靜靜地躺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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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飛快的跑了過去撿起了那個東西，那是一枚六帝錢裡面的道光通寶，我把銅

錢收進口袋裡面，然後直接走向教室的方向。 

 

這估計就是兇手無意間留下的東西。 

 

但是我不知道……在撿起銅錢的那一時刻，隔著一個操場的距離，在學校的花

園那一邊，一雙眼睛睜在默默注視著我剛才的所作所為。 

 

「嘿嘿嘿！收了這錢！今天晚上就是你的忌日！要怪就怪

你知道的太多。」那一雙眼睛的主人站在那個地方喃喃自

語過後，就直接轉身走進花園裡面。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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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回預告: 
 

花園管理員秘密收起來的花盆究竟有什麼問題？ 

 

葉夜在晚上十二點鐘終於來到了學校里！ 

 

平常一直開著燈的學校竟然沒有一點光亮！ 

 

與他一起過來的三位學生究竟是誰找過來？ 

 

燈籠裡面的黃色火光為什麼突然變成綠色？ 

 

為什麼在 3A 班裡面有男生上吊自殺？ 

 

女廁所鏡子裡面的鬼臉究竟是怎麼出現的？ 

 

踩在腳下的排球為什麼那麼硬？ 

 

被鎖上門的學校究竟是何人所為？ 

 

渾身散髮著屍臭，留在學校裡面的詭異中四學生究竟有什麼目的？ 

 

被懸掛在五樓走道上的女老師究竟發生了什麼？ 

 

這一切究竟是人為還是鬼所搞出來的目的？ 

 

 

敬請期待下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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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小貓咪〉 

      李文浩 

 

    一天清晨，爸爸帶着我去遊樂園，突然看見前面有居民圍着一棵樹。有一

些人對着樹兒學貓叫，也有一些人拿着小魚呀、零食呀，送遞上去樹上。我拉

了拉爸爸的衣服，說：「爸爸，爸爸，樹兒餓了。我們去買零食給它吃吧！」爸

爸說：「哈哈哈，小笨蛋，樹兒不會餓的，只是上面有一只小貓，大家都在想辦

法救牠下來呢！」我大聲說：「小貓我來救﹗」奮勇當先的跑了過去。結果被爸

爸像釣魚一樣把我拉了回來，還加上一句「7 米高的樹，對你而言就是一位巨

人在前面，你只是小小的螞蟻怎麼去救呢？」當時是八點多了，居民也報警求

助了。一輛消防車在遠方飛馳過來就像一輛子彈列車，快得我眼花撩亂，看不

清楚車身了。 

 

    車到達了樹兒的旁邊，消防人員有順序的下車，並以最快速的速度穿好裝

備。我在一旁看着當時的情境完全不像電視劇裏面的消防員。電視劇裏面的消

防員爭先恐後的下車，下車後自己做自己的事情，完全與現實的不一樣。用一

句話形容，就是貨不對版了。我再次把視線轉移到小貓咪身上，此時牠緊緊地

用小爪抓住樹杈，不停地鳴叫着。這個時候旁邊有一位大叔嚷着：「貓有九條

命，用棍子拍下來就是了，還要麻煩消防人員，別人可是拿來救人命的啊！」

在旁的一位大媽牽着狗走了過來，大聲罵道：「難道貓就不是一條生命嗎？你這

人怎麼這樣冷血？真的是看不明白你這人怎想的，思想品德這麼差，這樣看人

格也應該有問題吧？要我教你什麼是人格思想嗎？」此時大叔鴉雀無聲，板着

臉離開了，旁邊的觀看者紛紛拍起了手掌。 

 

    此時此刻消防人員已經做好了準備，隨時都可以開始營救，就等消防指揮

員發號施令了。指揮員觀察完後一聲令下所有人開始了行動，原本消防人員的

臉上還有一絲的笑容，可是當營救行動開始後完全感覺不到一絲一毫的笑容，

全部人都變得非常嚴肅，視乎是一支小軍隊正在面對着敵人的炮火不容忍有一

點點的失誤。兩位消防員站好後開動了雲梯到了小貓咪旁邊，可是小貓咪已經

察覺到了雲梯，驚慌失措的動來動去，不停的扭動身子。就在小貓咪滑落的那

一刻，消防人員奮不顧身的撲前抱住小貓，而另一位消防員則摟着撲前去的那

位消防人員，好險，差點連人帶貓一起摔了下去。雲梯下降到了地面後成功把

小貓放回籠子裡交愛護動物協會，待會會為小貓檢查身體。 

 

    救援時間只用了約 15 分鐘，整個過程我都看在了眼裡，我拉着爸爸的手天

真可愛的說道：「以後除了要做警察，還要做消防人員，我要去參加救援！」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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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說：「好好！有理想是一件好事，但要把書讀好才可以做這些職業哦！記住了

嗎？」我連連說道：「記住了，爸爸。」。在一旁觀看的市民一直稱讚消防員的

效率高，也有一些市民批評報警的人們勞師動眾騷擾貓咪的玩樂，但是在我的

眼裡一只這麼小的小花貓爬到了 7 米高的樹上，是沒錯的。爬上樹可能就是為

了玩才爬上去，但是能爬上去就一定能自己爬下來嗎？就像燈泡糖一樣，有些

人為了玩，把燈泡糖塞進口裡但是卻拿不出來，要靠別人的幫助才可以順利拿

出來，還有擱淺的鯨魚也不能自己扭回海裏呀！也需要靠人類的力量和幫助才

可以回到海裡，而小花貓也一樣就是一時貪玩才上了樹，但是自己卻沒有能力

自己爬下來，才要靠消防人員的幫助才可以安全回到地下。所以在一旁不分青

紅皂白就在指責別人的人，有時間指責別人還不如先想一下到底是對還是錯，

一個勁的指責別人沒意思，所以我們要是非分明。 

 

    就在這個時候爸爸拉着我離開了這個地方，往遊樂園的方向走去。 

 

〈捉緊幸福〉 

傅嘉俊 

 

放學後，我到大廈樓下等電梯，走進電梯時，看見光禿禿幾塊鐵板貼了一

張紙，寫着暫停供水的通知。電梯到目的層，我立刻跑回家，打開水龍頭只滴

出幾滴水。 

 

    這已經証明了真的停水。剛回到家，手摸了很多東西，沒水不能洗手，非

常不乾淨，枱上的麵包都不可以吃了。 

 

    想起小時候在家鄉經常冬天水庫停水，家附近有兩口井，奶奶經常去井口

打水，長長的繩子吊著一個小桶，去下井，把水打上來。我小時候沒什麼力

氣，我也嘗試打水，結果力氣不夠，差點掉下井去，那時可是心悸動跳。奶奶

一口氣打了很多水，她的手都是繩子勒到紅紅的印，還要抬水回家，可麻煩。 

 

    最麻煩是洗澡，我們把一個土爐起火，燒炭後，把一鍋水放上去，煮熱之

後，拿個洗澡桶把熱水從鍋裏一點點倒進桶裏，又抬到廁所裏。 

 

    洗手時忘記把水龍頭關了，現在水在涮涮流下，已經來水了。要是當年和

現在對比，現在是有多麼幸福。幸福來之不易，所以人真要好好珍惜擁有的一

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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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悟空大鬧迪士尼〉 

洪翠翹 

 

 

 

 

    在前往西天取經途中，八戒又失蹤了，三藏滾鞍下馬，要行者找豬八戒回

來。行者束一束虎皮裙，掣出金箍棒，像箭般直衝天庭。 

 

    先用雙手握着扶手，然後坐在椅子上，座位像箭般向下滑、左右搖擺，行

者嚇得目瞪口呆，面色蒼白。 

 

    座位停下來後，廣播：「過山車已停頓，現已可以下車，歡迎你再次享

受！」行者下車後跟着人流離開過山車，此時他看到的一切，令他大開眼界。

這裏有很多遊客在拍照，有些遊客在玩機動遊戲，有些遊客在吃東西。行者此

生還沒看過這麼有趣，奇幻的地方。因此，他將所見所聞告訴師父。三藏問：

「這是甚麼地方，太美了吧！」行者答不出所以然，念了個咒將土地老兒捉出

來問：「這甚麼地方啊？」行者好奇地問。土地回答：「這地方叫香港迪士尼樂

園，專屬給遊客來玩機動遊戲和拍照的地方，你們在這找一找八戒吧，他可能

在玩機動遊戲。」 

 

    三藏無意中看到八戒跟一個女人在過山車上，便告訴行者，行者看了那女

人便覺得不對勁，然後他跟三藏在過山車出口等八戒。不久，八戒跟那女人出

來了，行者便把八戒拉回來，並用變身術逼那女人現出真身。果然，那女人是

隻妖精。行者便跟她開戰，遊客們都被他們嚇走了。行者跟妖精還在作戰。不

久，那妖精敵不過行者，便用變術離開。。 

 

    最後，行者提醒八戒以後要小心。他們師徒三人於是離開迪士尼，繼續前

往西天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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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孩子〉 
 

郭芷彤 

 

    今天早上六時，廣明剛起床後去找媽媽拿錢，媽媽說：「甚麼事？」，廣明

說：「媽，我要交 740 元簿費。」媽媽回答說：「哦，拿我的錢包來。」然後廣

明的媽媽就取了 800 元給廣明交簿費，跟着廣明便上學去了。 

 

    在上學途中，廣明心想：「嘿嘿，媽媽被我騙了，其實簿費是 240 元，媽媽

被我騙了 350 元。廣明回校後，就向同學炫耀自己的錢，更不停胡亂揮霍，又

買各種沒有用的東西，例如：玩具、貼紙等等。 

 

    第二天廣明又再欺騙媽媽拿錢，第三天也是如此。到了第四天，他問媽媽

拿錢時，媽媽識破了他的詭計。自此之後，媽媽就再不信任廣明了，同時媽媽

也罰廣明洗馬桶和做家務。 

 

    經過了這件事後，廣明就明白了一個道理：好孩子是不能說謊，而且騙得

一次，騙不了多次，紙包不住火，始終會被別人識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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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章工作坊 

認識單品咖啡 

作家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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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蒲書館 

拜訪風采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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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書的誕生 

基督書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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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這本書非常有趣。這

本書講述一個香港女生去了

澳洲的各地。她首先跟最好

的朋友去了墨爾本，並寫了

在那生活的點滴。我覺得她

的畫風非常有趣，文字也是

她親手寫上去的，非常有心

思。             唐曉鋒 

我覺得這本書很有趣，加深

我對企鵝的了解。裡面講解

了許多不同的企鵝的覓食方

法及繁殖時間等。其中，我

最喜歡的企鵝有皇帝企鵝，

因為書中說到皇帝企鵝比一

般企鵝高大，而且能貯藏充

分的脂肪，是唯一能在南極

大陸過冬的企鵝。所以我覺

得這本書挺好看，當你無聊

時也可看看解悶。 

胡婉芳 

這本書講的是一只狗的一生。這隻

狗叫恩佐，這本書記錄了它和主人丹尼

相依度過的風雨悲歡。我推介這書是因

為我想讓一些生活上碰到困難的人，鼓

起勇氣面對困難。我最喜歡的是恩佐。

它雖然是一只狗，但它覺得自己是一個

人，被塞進了狗的身體。它很感激自己

的主人，是一個勇敢、善良、聰明活潑

的狗。                  蔡繼泓 

 



 

27 

  

這套書講述了愛、勇氣、生存和歸屬的重

要。作者反復想要傳達的重要信息是：生

命是一份美妙的禮秒，與眾不同的並不是

弱小的標志，有的時候，不同的人和身體

缺憾的人反面會成為力量的一種來源。它

令我感受到深沉的母愛，到堅定的信念，

從溫暖的友情到超常的智慧。                    

梁凱琳 

 

 

閱讀完這本書後，我學會了不少

可以到外國溝通的英文句子，例如我

們不應該說「Goodnight」，我們應該

說「Sleep tight」；我們不應該說

「Please say that again」，我們應該說

「Could you repeat that﹖」我喜歡這

本書的原因是因為這本書雖然是一本

語文書，但是像童話故事般精彩。                        

黃思詩                 

梁凱琳 

 

 

     我看了這本書後覺得書中的女生很

可憐。自從當上社工後，如海遇上無數

背景迥異，性格不同的人。炤兒成績優

異，和男友一起後便開始深宵流連在

外。我認為成績優異的高材生，就算和

男友在一起都仍然要溫習。這是本書很

令人修感，令我哭了出來。 

陳怡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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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本書包含了很多小故事，其中

《天哪﹗我們撿到把槍》是說小琴和弟

弟在家裡通往三樓樹屋的樓梯撿到一個

黑色包裹，裡面竟然裝着一把槍。他們

害怕被人發現，便起了一個暗號「小

黑」。我認為這本書十分有趣和情節也十

分特別，因為那兩個小孩子無緣無故撿

到一把槍，而且情節是完全意想不到

的。                    許文靜 

 

     這本書令我想起小學一二年級時常

在電視上看的那一套令人緊張和情節起

跌的名偵探柯南。這本書也令人十分緊

張，因為書中的小謎題也會令我們好像

融入了這本書裏，讓我們也幻想自己就

是名偵探柯南，解開不同的謎題和案

件，看得津津有味。       李浩賢 

                

     Hi everyone. I’m going to share a 

book called Batman Poison Ivy’s Deadly 

Garden. Why I share this book? Because 

this is my first book that’s talk about 

Batman. And why I “fall in love” Batman? 

It is because this book talk about one of 

the Batman’s famous villains Poison Ivy. 

Poison Ivy’s real name is Pamela Isley, she 

loves plants. Her venomous lips and 

poisonous plant weapons present a real 

problem for Batman. And she love nature 

very much. She cares about the smallest 

seed than any human life. 

江恩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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